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陈亚静 冒蕞 ） 今天上午 ，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 省长
徐守盛在长沙会见了安塞乐
米塔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拉克什米·米塔尔一行。

周强说， 安塞乐米塔尔
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汽车板
合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对于
双方调整产业结构和全球布
局、 提升竞争力具有战略意
义， 也必将推动双方合作进
一步深化 。 刚刚过去的一
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

济形势， 湖南经济保持了平
稳较快发展， 特别是汽车产
业的集群发展， 将为合资项
目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我
们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和期
待。 湖南高度重视双方合作
并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

拉克什米·米塔尔表示，
很高兴看到项目建设有了长
足进展， 合资双方将密切配
合， 集中优质资源， 加大研
发投入， 真正把项目建成行
业佼佼者。

省领导陈肇雄、 易炼红
会见时在座。

本报1月18日讯（本报记
者 唐婷 田甜）今天，全省文
化体制改革工作表彰大会在
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
徐守盛要求， 充分发挥文化
的重要支柱作用， 向改革要
活力，向市场要办法，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支
撑。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
部长许又声， 副省长李友志
出席。

2006年我省启动文化体
制改革以来，文化创意产业7
年年均增幅达20%。

徐守盛强调， 要充分发
挥文化的重要支柱作用 ，以
文化凝心聚力， 以文化促进
社会和谐， 以文化增强发展
实力 ，营造重实干 、兴实业 、
创实绩的氛围， 促进湖湘文
化由革命型向建设型转型 。
一要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的
前瞻性研究。 坚持立足湖南
实际，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遵
循文化发展规律，研究改革、
推进改革。 二要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任务书。 改革没有止
境。 改革的时间表必须服从

文化改革发展的质量要求 ，
决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就放松
要求， 决不能取得一点成绩
就自我陶醉、自我满足。 要搞
好顶层设计， 提升精细化水
平，建立倒逼机制，确保按时
序进度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
三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 坚持向改革要活力，向市
场要办法， 合理界定政府和
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 该政
府买单的，政府一定要买单，
加快构建覆盖城乡、 惠及全
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
改革提供 “兜底”支持；用市
场的办法推进文化事业发
展， 属于文化事业范畴的要
建立完善事业发展机制 ，属
于文化产业范畴的要按市场
的办法来解决。

徐守盛要求， 不断提升
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 坚持紧贴市场，遵循市场
规律整合资源、培育主体、锻
造品牌， 推动文化产业融合
发展 、统筹发展 、开放发展 ，
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 积极营造鼓励文化消
费的氛围。 （下转7版②）

周强徐守盛会见
拉克什米·米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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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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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冒蕞 张斌 ）今天上午 ，省政
协第57次主席会议在长沙召
开， 省政协主席胡彪主持会
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
部长李微微， 省政协副主席
袁隆平 、刘晓 、魏文彬 、谭仲
池 、武吉海 、王晓琴 、张大方
和秘书长欧阳斌出席。

会议听取了李微微作的
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审议
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
员会参加单位、 委员名额和
委员人选 （草案 ）；审议通过

十届省政协优秀委员和湖南
省政协先进表彰名单； 审议
通过关于召开政协湖南省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
决定 （草案 ）；审议通过政协
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

胡彪指出， 省政协十一
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 换届
之年，会务筹备工作任务多，
时间紧。 希望大家讲政治、顾
大局、守纪律，有条不紊地做
好筹备工作， 确保大会圆满
成功。

（下转7版⑤）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张斌 冒蕞 通讯员 罗当）今
天下午，十届省政协第22次常
委会议在长沙开幕。 省政协主
席胡彪主持第一次大会。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
部长李微微， 省政协副主席
袁隆平 、魏文彬 、谭仲池 、武
吉海 、王晓琴 、杨维刚 、张大
方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李微微作的
关于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

员会参加单位、 委员名额和
委员人选 （草案 ）的说明 ，省
政协副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
吴志宪作的政协湖南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草案）、日程（草案）的说明，
关于起草十届省政协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和提案
工作情况报告 （草案） 的说
明。

会议听取了省政协各专
委会工作汇报。 （下转7版④）

本报 1月 1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今天，2012年度国家科
技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 由我省单位主
持和参与完成的20个项目获奖， 其中最
大的亮点当属国防科大高性能计算创新
团队，获得了首届国家科技创新团队奖。

据悉， 获奖项目涉及国家自然科学
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3大奖项 ， 涵盖工业 、 农业 、 交通 、 信
息等领域， 成果在全国推广后产生了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除科技创新团队奖外，9个由我省单
位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中， 国防科大占
据两席。 “超精密光学零件可控柔体抛光
技术与装备 ”项目 ，解决了具有大口径 、
纳米精度、 复杂形状等特点的现代光学

零件加工瓶颈难题， 加工精度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为打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做
出了重要贡献。 “面向互联网计算的虚拟
计算环境”项目则首次提出 “按需聚合 ，
自主协同” 的互联网资源管理模型和方

法， 建立了面向互联网计算的虚拟计算
环境， 已成功应用于国家计算机网络与
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等， 对新兴互联网产
业技术进步、 支持我国互联网信息安全
管理有重大作用。 （下转7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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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霍
小光 顾瑞珍 ）中共中央 、国务院18日上
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 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
强、刘云山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习近平主持大会。 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在大会上讲话。 李克强宣读奖励决
定。

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大会开始。 国家
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
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郑哲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谟
颁发奖励证书。 随后，胡锦涛、习近平等
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
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习近平在主持大会时指出，党中央、国

务院隆重奖励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
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充分体现了
党和国家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度
重视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 他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继
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始终把
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 努力作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创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 ， 以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加快创
新型国家建设 ， 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共同
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
的未来。 （下转7版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并颁奖 习近平主持

我省夺得20项国家科技奖
国防科大高性能计算创新团队荣获首届国家科技创新团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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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
士郑哲敏 （右）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 （左） 颁奖。

右图：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大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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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四水皆春色 ,芙蓉国里
气象新 。 近年来 ， 省委 、 省政
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 ， 带领全省人民
奋力推进 “四化两型 ” 战略 ，
加快建设 “四个湖南”， 科学发
展硕果累累 ， 富民强省成就辉
煌 。 为全面展示这几年来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 从
今日起 ， 本报推出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 大型系列报道 ， 敬
请关注。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新年伊始 ， 捷报频传 ， 一组喜人
的数字跃入眼帘 ： 2012年我省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 农村居民纯
收入达到7440元 ， 且农村居民收入增
幅高于城镇 。 透过国家统计局湖南调
查总队1月18日发布的数据， 我们看到,
近年来三湘百姓的 “钱袋子 ” 正日渐
丰盈。

国家工信部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湖
南工业发展质量已连续两年领跑中部，
且在全国的排位跃至第9位。 这凸显的
是 ，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 ，历经多年发
展 ，其工业在全国已具相当实力 ，也为

湖南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5年来， 省委、 省政府率领全省

人民在科学发展 、 富民强省的道路上
阔步前行 ， 成为湖南综合实力增长最
快 、 城乡面貌变化最大 、 人民群众得
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自2008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首次

突破万亿元大关 ，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快车道 。 2011年 ， 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直逼2万亿元大关， 是2007年的1.7
倍， 经济总量连续几年稳居全国前10。

不仅总量增加 ， 人均水平同样大
增。 2011年， 人均GDP为29880元， 扣

除价格因素， 比2007年增长61.4%。
这些增量的背后， 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 无疑是有力
的推手。

2007年至2011年， 第一产业年均增
长4.5%， 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8%， 第三
产业年均增长13%， 均保持较快发展态
势。 2011年，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4.1∶
47.6∶38.3。 其中， 第二产业比重比2007
年提高5.5个百分点。

长株潭三市扎实推进两型社会建
设， 产业转移承接大潮涌动湘南， 武陵
山片区进入国家扶贫攻坚规划 ， 环洞
庭湖经济圈悄然崛起 ， 全省各区域板
块协调发展。 （下转7版⑥）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发布数据显示： 湖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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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 涨幅较上年低3.5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19元， 实际增长10.7%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7440元 ， 实 际 增 长 11.5%
●粮食总产量达到601.3亿斤， 增长2.3%

40“岁”老课桌引来捐资2000万元

“爱烛行动”关怀特困山区教师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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